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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屋餐廳

當歸創意料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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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社區注入一池活水

樹屋餐廳

鯉魚潭旁頗具知名度的原住民料

理 --- 樹屋餐廳，以擁有鯉魚潭的

美景以及特有的 Ba-Naw 全餐，以

及阿美族部落文化手工藝品聞名，吸

引許多觀光客來嚐鮮。

Ba-Naw 是什麼呢 ? 原來這是居

住在鯉魚潭一帶的阿美族部落名稱，

意思是「水池」。由於年輕世代出走、

經濟蕭條、部落失業率嚴重，因此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於

民國 95 年規劃建造樹屋餐廳，希望

能藉由樹屋餐廳做為據點，進行社區

營造，振興部落經濟。

餐廳內空間寬敞，

並有許多原住民雕

刻與擺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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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使用阿美族傳統造屋技術建造

的樹屋餐廳於焉誕生。不過社區營造不

僅是餐廳，部落導覽及生態解說更是此

處的一大特色，還有構樹樹皮的手工藝

品體驗活動，希望加深民眾對池南一帶

社區與環境的認識。為了帶動整個部落

的經濟，樹屋餐廳的員工以及解說員都

是池南社區的居民，餐廳的食材也大多

和當地居民購買，融合原住民特色創造

出餐廳獨有的好味道。餐廳特殊的招牌

咪咪飯，客人嚐過都意猶未盡，客人更

稱讚這邊的料理調味特別，和別的地方

都不一樣。餐廳進貨的野菜，是和專門

摘採野菜的廠商訂購，因此保證新鮮好

吃。除此之外，樹屋餐廳也和附近兩戶

小農合作，向他們購買友善栽培的檸檬

和生薑。經理說，當初和小農訂購農作

物，也只是單純的想幫助當地小農，幫

他們創造一些收入。 

但是既然想幫助附近小農，為什麼不

多多和鄰近地區小農契作呢 ? 經理潘亮

語解釋，有時很難預期野菜進貨量和客

人數量，若是固定和小農契作，一定會

出現供應短缺的問題，且要如何合作才

能讓餐廳和小農都得利，都是需要考量

的問題，因此目前就只有和能固定供貨

的生薑和檸檬小農合作。

樹屋餐廳經理潘亮語和餐廳主廚彭俊翔。

生薑小農 努力轉型

種植生薑的小農朱健全，就住在離樹

屋餐廳不遠的大街上，擁有兩、三甲地

的田地，除了生薑之外，也會在空檔時

種些高麗菜和大白菜。他的生薑大部分

都賣到果菜市場或是賣給盤商，每隔一

段時間就會送十幾斤生薑到樹屋餐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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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健全表示，鯉魚潭附近以觀光為

主，年輕人又外流嚴重，這裡的氣候和

環境，不知道為何難以種植作物，所以

很少居民從事農業。當初他回來種生薑

也是因為父親年紀漸大，返鄉接手父親

的農田。朱建全有著食品加工的背景，

也常去參加花蓮農改場舉辦的農民學院

訓練課程，因此也積極研發薑的副產

品，目前研發出手工薑糖、薑糖粉和月

子薑等產品，在臉書上販售。他同時也

建議花蓮農改場可以多增加一些適合花

蓮地區農產品加工的課程。未來他打算

將自家農田轉型成小型觀光農場，希望

能藉此帶動自家農場及薑製品進入新的

領域。

假日農夫 無毒檸檬

提供香水檸檬給樹屋餐廳的農戶楊傳

廣，其實是個假日農夫呢 ! 楊傳廣開了

一家機車行，會種一些農作物完全是興

趣使然，種了十幾年，都堅持不灑農藥，

生薑小農朱健

全和他的生薑

加工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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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說，種的東西被蟲咬沒關係，至少自

己要敢吃 ! 當問到為什麼會選擇種檸檬

的時候，大哥露出憨厚的笑容，說:「因

為檸檬樹完全不需要特別照顧啊 ! 如果

要花那麼多時間，我就沒時間顧我的機

車行了 !」

楊傳廣的檸檬，一半送到樹屋餐廳，

一半賣給果菜市場，還常常送檸檬給來

修車的客人。樹屋的訂單也是因為客人

嚐過他的無毒檸檬後，推薦給樹屋的經

理，才開啟了彼此間的合作關係。而樹

屋餐廳也發揮創意，將無毒檸檬切成薄

片，加上咖啡豆，推出 ” 嗯!讚 !檸咖” 

這道特別的點心。

重新連結人與土地的關係

一間餐廳，兩家小農，都對自己的產

品有所堅持，在他們開始合作的時候，地

產地消、產地餐桌這些名詞都還沒被發明

出來，憑著只是幫助在地農戶、刺激當地

經濟消費的單純想法而已，沒料到原來背

後有那麼多隱藏的好處。

其實地產地消的理念，也只是跳過複

雜的加工過程，將我們和環境與食物間的

關係回復到最單純的狀態。雖然現在推動

地產地消、食農教育時，還是會遭遇到一

定的困難和阻撓，但是看到願意堅持這些

理念的餐廳和農戶，不禁在心中為他們喝

樹屋餐廳使用的無毒香水檸檬。 露出憨厚笑容的假日農夫楊傳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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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、加油，畢竟單純的東西是最花心思

也最難維持的。也希望藉由他們的努

力，讓大眾能更加了解並支持在地農產

品，除了守護自己與家人的健康外，更

對環境的健康盡一份心力。

構樹皮製作的創意手作

貓頭鷹，遊客用餐前後

可以嘗試自己做一隻可

愛得貓頭鷹帶回家做紀

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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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壽豐鄉環潭南路 2號

23.922649, 121.506871 

03-8641888

11:00-20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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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歸松阪豬

新鮮當歸      1 小支       

松阪豬肉      300g        

當歸葉        3 片

蒜頭          適量

蠔油          2 大匙       

糖            少許

香油          適量

1. 新鮮當歸及松阪豬肉切片，當

歸葉切碎備用。

2. 蒜頭切片入鍋爆香後，加入當

歸及松阪豬肉拌炒，以切碎當歸

葉、蠔油、糖及香油調味。

作法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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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當歸烘蛋 ]

材料

當歸葉  5 片              

雞蛋    2 顆              

鹽      適量

作法

1. 新鮮當歸葉切碎與雞蛋攪拌，再加入

鹽調味。

2. 將步驟 1蛋汁油煎至金黃即完成。

[ 丹參排骨湯 ]

材料

丹參       100g           

排骨       300g           

薑片       3 片

水         1,000c.c.              

鹽         適量

枸杞       10g

作法

1.將丹參、排骨、薑片及水熬煮至軟爛。

2. 以鹽調味後，加入枸杞即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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鯛魚         1 隻

鹽           適量         

當歸葉       5 片         

新鮮當歸     1 支         

薑絲         適量         

黑胡椒粉     適量

當歸鯛魚

1. 鯛魚洗淨抹鹽入蒸籠蒸 15 分。

2. 當歸葉及新鮮當歸切絲，薑絲泡

水備用。

3. 將步驟 2 食材鋪上蒸熟鯛魚撒

上黑胡椒，淋上熱油即完成。

作法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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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

冰糖       5g

蠔油       2 大匙

米酒       1 大匙

杏鮑菇     150g          

作法

1. 冰糖、蠔油及米酒調勻後備用。

2. 杏鮑菇及新鮮香菇油炸至金黃色後備用。

3. 當歸及薑片入鍋爆香，加入杏鮑菇及新鮮

香菇拌炒。

4. 將步驟 1 調味料加入步驟 3，再加入鹽調

味收汁即完成。

材料

紅糯米     300g          

桂圓       50g

鮮奶       1,000c.c.           

冰糖       適量

作法

1. 將紅糯米及桂圓煮爛後備用。

2. 鮮奶煮滾後加入冰糖熄火，將步驟 1

紅糯米及桂圓加入後攪拌完成。

[ 紅糯米桂圓粥 ] [ 當歸三杯雙菇 ]

新鮮香菇   150g          

當歸       5 片

薑片       3 片           

鹽         適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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